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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残疾人证

残疾人证发放，坚持申领自愿、属地管理的原则。严

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凡符

合《中国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的视力、听力、言语、智

力、肢体、精神等残疾人均应发给残疾人证。”

（一）办证申请地点

申请人到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乡（镇、

街道）残联或村（社区）政务服务大厅提出申请，填表申

办残疾人证。

（二）办证所需资料

办理残疾人证需要带以下个人资料：①本人身份证②

户口本③与残疾相关的病历④二寸近期免冠照片 5 张，填

写申请表、评定表格各一式 2 份。如是换证的，须持原残

疾人证，以备换发。

（三）办证流程

办理残疾人证有七个程序：①申请→②受理→③残疾

评定→④初审、填发→⑤审核、批准→⑥发证、备案→⑦

领取、保存。

（四）办证有关程序

县（市、区）残联对申请材料审核后，通知申请人到

定点评定机构由指定医师进行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评定。

残疾评定结论符合残疾标准的，乡（镇、街道）残联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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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残疾类别和等级等内容在申

请人户籍所在村（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

日，对未成年残疾人原则上不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无异

议的由县（市、区）残联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根据评定等

级审核并制发残疾人证。残疾人证办理从申请人申请到办

结发证，一般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对困难家庭、有低保证的、

建档立卡的残疾人办证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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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

（一）政策清单：

补贴对象：

1、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2、二级以上重度残疾人。

3、五保、离休、工伤人员不能申请，已享受保障的孤

儿可申请护理补贴，不能申请生活补贴。

补贴标准：

1、生活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60 元。

2、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60 元。其中 16-59 周岁

低保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执行每人每月 100

元。

补贴形式：

残疾人两项补贴通过金融机构转账存入残疾人账户。

（二）办理流程

1、自愿申请

残疾人或监护人向户籍所在地乡级社会救助服务窗口

申请。

如实填写《河南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表》和《河

南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表》一式 3份,并提供身份证

或户口本、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最低生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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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证或其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效证明等证件的原件和

复印件（一式 3份）。

2、逐级审核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县级残联复核，县级民

政部门审定。

对审核不合格的材料,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要书面

一次性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

3、定期公示

每年第一季度在相关村(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公示享受

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对象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对公示期间有异议的补贴对象要及时进行调查

审核。

4、补贴发放

对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由县级民政部门采取

社会化形式按月发放到其银行账户。

5、停止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情况

（1）残疾人死亡。

（2）残疾人户籍迁出本市。

（3）申请材料弄虚作假。

（4）低保取消，残疾人康复后级别降低等其他不符合

发放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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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残疾人生活救助

（一）政策清单

补贴对象：

由父母或兄弟姐妹抚养（扶养），还没有享受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待遇的重度残疾人。

补贴标准：

当地低保最高补差的救助金。

补贴形式：

通过金融机构转账存入残疾人账户。

（二）办理流程

1、个人申请

残疾人或监护人向户籍所在地乡级民政部门提出申

请。

如实填写申请表一式 3份,并提供身份证或户口本、第

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 3份）

2、逐级审核

乡级民政部门初审，县级民政部门审定。

3、救助金发放

对救助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由县级民政部门采取

社会化形式按月发放到其银行账户。



- 6 -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一）救助对象

1、年龄一般应为 0—6岁，部分项目的救助对象年龄

可延长至 16 岁。

2、具有本市户口或居住证。

3、监护人有康复意愿，能够按照相关要求配合做好康

复训练。并保证受助儿童在定点康复机构接受不少于规定

时间的康复训练。

4、持有残疾人证和诊断证明(有医疗诊断资质的专业

机构出具诊断证明)、有相应康复适应症，经定点专业机构

评估有康复潜力，符合以下具体要求：

视力、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经医疗机

构诊断，有康复训练需求，具有康复潜力，身体状况稳定。

其中，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主要针对肢体残疾儿童常见

的、严重影响儿童正常生活和活动、术后效果明显的手术

（如先天性马蹄足等关节畸形；先天性关节脱位；脑瘫、

脊膜膨出后遗症或脑损伤等导致严重痉挛、肌腱挛缩、关

节畸形及脱位等）。

听力、言语残疾儿童：诊断明确，精神、智力及行为

发育正常，人工耳蜗手术要求听力损失重度以上、佩戴助

听器效果不佳、医学检查符合手术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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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助内容

1、手术。为有手术适应症的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

蜗手术，为肢体残疾儿童实施肢体矫治手术。

2、辅助器具适配。为有辅助器具需求、经评估后适合

配置辅助器具的残疾儿童适配辅助器具。

3、康复训练。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

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基本康复训练。

（三）补助标准

1、手术。通过多重医疗保障政策按规定报销后，对配

置基本型人工耳蜗手术每人给予一次性补助 12000 元（含

人工耳蜗术后调机费），对 0—16 岁儿童肢体残疾矫治手术

费用补助 17200 元/次(针对住院期间费用和术后矫形器费

用)。

2、辅助器具适配。助听器平均补助标准为 4800 元/

人（全数字助听器，含适配服务费），假肢、矫形器平均补

助标准为 5000 元/人，肢体康复后矫形器补助标准为 1200

元/人，轮椅、坐姿椅、站立架、助行器、盲杖等平均补助

标准为 1500 元/人，视力残疾儿童平均补助标准为 1000 元

/人，用于免费配发助视器。

3、康复训练。0-6 岁听力、言语、肢体、智力残疾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平均补助标准为 16000 元/人/年（含肢体

康复后矫形器），视力残疾儿童平均补助标准为 5000 元/

人/年，用于视觉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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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残疾儿童在同一年度内不得重复享受康复救助。

多重残疾儿童可由其监护人自主选择康复类别，全年总费

用不超过单项康复救助标准。同时符合其他部门救助项目

的残疾儿童，可择高享受，不得享受多重救助。

（四）工作流程

残疾儿童监护人持残疾儿童户口本（居民身份证、居

住证）或儿童福利机构提交的书面申请、残疾人证（医疗、

康复机构诊断评估证明）向残疾儿童户籍所在地（居住证

发放地）县级残联提出申请。监护人也可委托他人、社会

组织、社会救助经办机构等代为申请。县级残联进行审核

并公示，同时将救助对象基本信息录入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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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器具适配

（一）缺肢残疾人免费安装假肢

1.服务对象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的缺肢残疾人。

2.申报流程

患者（或家属）持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本人二寸免冠照片 1张，到乡（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

乡（镇、街道）残联初审，县（市、区）残联审批。之后

患者到定点机构免费取模、装配。

（二）低视力患者免费适配助视器

1.康复救助对象

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0一 6岁低视力患者不需要残疾证）。

2.申报流程

患者（或家属）持身份证及本人二寸免冠照片 1 张，

到乡（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乡（镇、街道）残联初

审，区县残联批准，然后患者到定点机构进行免费适配助

视器。

（三）困难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

1.服务对象

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有辅助器具需求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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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流程

残疾人(行动不便者可委托代办人) 持身份证、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本人二寸免冠照片 1张，到户籍所在

地乡（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领取并填写《残疾人辅

助器具申请批准表》，乡（镇、街道）残联初审后，县（市、

区）残联评估后适配辅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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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残疾人大学生和残疾人子女大学生资助

（一）政策清单

资助对象：

1、当年考取普通高等院校（含特教学院）以上的残疾

人大学生。

2、当年考取普通高等院校二本以上的贫困（低保）残

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

3、普通高等院校在校贫困残疾人学生（含硕士、博士

生）。

资助标准：

1、残疾人大学新生，大专 3000 元，本科 5000 元，硕

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8000 元。

2、残疾人（低保）子女大学新生 3000 元。

3、在校贫困（低保）残疾人大学生，大专以上 3000

元。

补贴形式：

通过金融机构转账存入学生账户。

（二）办理流程

1、个人申请

每年 8月 30 日前，学生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申

请。

如实填写申请表一式 2份,并提供身份证或户口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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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父母一方的残疾人证）、学生

证或学籍证明（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城市（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 2份）

2、逐级审核

县级残联初审，市级残联审定。

3、资助金发放

对资助资格审定合格的学生,由县级残联采取社会化

形式发放到其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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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扶贫基地创建

（一）政策清单

补贴对象：

热心残疾人事业的龙头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业大

户等各类经济实体。福利企业不作为扶贫基地建设对象。

补贴标准：

1、安置就业型。安置贫困残疾人 5人以上，补贴 1万

元；达到 10 人以上，给予资金补贴 2.5 万元；达到 15 人

以上,给予资金补贴 4万元；达到 20 人以上,给予资金补贴

6万；达到 25 人以上,给予资金补贴 8 万元；达到 30 人以

上,给予资金补贴 10 万元。

2、辐射带动型。辐射带动 5户残疾人家庭，给予资金

补贴 1万元；辐射带动 10 户残疾人家庭，给予资金补贴 2

万元；辐射带动 20 户残疾人家庭，给予资金补贴 5万元；

辐射带动 30 户残疾人家庭，给予资金补贴 7万元；辐射带

动 40 户残疾人家庭，给予资金补贴 10 万元。

补贴形式：

通过金融机构转账到企业账户。

（二）办理流程

1、基地申请

每年 7月 1 日前，向县级残联提出申请。

提供基地简介、发展规划及帮扶残疾人基本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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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表、安置残疾人统计表、用工合同、帮扶协议、工资

发放单、基地与县级残联签订的创建协议、基地帮扶残疾

人名册及第二代残疾人证复印件，以上材料装订成册上报

审批（一式 3 份）。扶持期内基地项目如有重大调整，必

须重新申报审批。

2、考核验收

县级扶贫基地由县级残联考核验收，市残联抽查；市

级扶贫基地由县残联考核验收，由市残联复核。

每年 9月 30 日前，组织评审组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

根据《农村残疾人扶贫基地考核验收细则》进行实地核查，

逐一与残疾人见面。

3、补贴资金发放

对审验合格和扶贫成效突出的扶贫基地给予资金补

贴，通过金融机构转账到企业账户。



- 15 -

残疾人培训就业

（一）残疾人个体就业享受的税费优惠

残疾人个体就业、自主创业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自主创业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的（国家限制行业除

外），自登记注册之日起，免收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

收费，其中包括：

（1）工商部门收取的个体商户注册登记费（包括开业

登记、变更登记、补换营业执照及营业执照副本）。

（2）税务部门收取的税务登记证工本费。

（3）卫生部门收取的行政执法卫生监测费、卫生质量

检验费、预防性体检费。

（4）交通部门收取的船舶登记费、船舶证明签证费。

（5）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收取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费。

（6）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的涉及从

事个体就业、自主创业人员的其它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

类收费项目。

2、个体就业、自主创业残疾人自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之

日起，减免以下税种：

（1）对残疾人个人为社会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

（2）对残疾人个体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免征增

值税。

（3）残疾人员取得劳动所得可减免个人所得税，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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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

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

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4）残疾人自主创业的企业，吸收安置残疾人符合规

定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税收政策，享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营业税的优惠。

（二）残疾人求职

残疾人可到当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根据残疾人实际情况和现有招聘岗位

情况为残疾人提供就业信息、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在法定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

人，按以下程序办理求职登记：

1、提供资料：本人身份证、失业证、残疾人证复印件；

如有专业证书、证件一并提供。

2、求职者填写求职登记表，并提交近期二寸照片和能

反映身体残疾状况的全身照片各 1张。

3、职业介绍人员将残疾人求职信息录入《河南省残疾

人职业介绍软件系统》。

4、求职者到信息查询区查询适合的招聘信息，职业介

绍人员进行信息匹配，符合条件的职业介绍人员为求职者

开具介绍信或安排双方见面洽谈。

5、求职者到单位应聘后，职业介绍人员对录入情况进

行跟踪，将求职成功的残疾人求职登记表归档，未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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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匹配介绍其他用工岗位。

（三）残疾人培训

免费为残疾人及直系亲属提供职业技能及实用技术培

训。

培训对象：16-59 岁有劳动能力并有培训意愿的残疾

人及其家属。

1、残疾人或直系亲属到乡级残联进行登记。

2、农村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由县级残联聘请专

家就近组织学习。

3、职业技能培训由县级残联分类汇总后，推荐到市、

县级定点机构免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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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

（一）服务对象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对象为城乡残疾机动轮椅

车车主，拥有本市常驻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和购买机动轮椅车相关凭证的下肢残疾人。

（二）申报流程

符合补贴条件的残疾人，持相关证件和购车凭证向户

口所在地的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审核通过后县级残联将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以存折形式发放。

（三）补贴标准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标准为每辆每年补贴 2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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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免费乘公交

（一）残疾人公交卡办理对象及身份认定

办理对象：具有平顶山市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户籍的残疾人，持有第二代《残

疾人证》；上述五区之外并长期在市区居住的残疾人，持有

第二代《残疾人证》和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相关有效证明

的可以申请。

身份认定：身份认定工作由残联负责，各区残联认真

审核认定后，将各区残疾人申报公交卡资料上报至市残联

维权部复核。视力残疾直接持证无须办理。

（二）残疾人公交卡办理

1、残疾人公交卡新增对象办理

各区残联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可在乡镇、街道设立残

疾人免费公交卡申报点，也可集中申报，申报整合后由区

残联统一办理，统一发放。

残疾人申请办卡时，须持身份证和第二代残疾人证原

件及复印件（3份）、一寸红底免冠近期彩照 1张、二寸红

底免冠彩照 2 张，办卡押金 8 元（不用可退）和乘车意外

伤害保险费 20 元，共计 28 元。由市残联审核并在办卡个

人信息采集汇总表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方可办理。

2、公交卡年审

往年办理的公交卡需要年审的，按照市残联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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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去公交公司服务大厅内年审，地点：中兴路南段公交

IC 卡服务大厅。也可自行在网上办理。年审需自带公交卡、

身份证、缴纳 20 元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3、实施时间

每年与交通运输局协商确定后，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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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档立卡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一）项目改造对象

1.我市建档立卡家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贫困重度残疾人；

2.实施无障碍改造的残疾人家庭应当拥有非租借的固

定住房（有产权包括宅基地、长期居住或者公租房），并且

住房具备改造条件；

3.残疾人对无障碍设施依赖性强，有无障碍改造需求。

（二）项目改造任务及标准

1.中央彩票公益金、河南省彩票公益金项目下达的任

务；

2.省辖市自筹和各县（市、区）匹配资金项目。

资助标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河南省调整资金目标

任务，改造标准为户均 3500 元；市、县安排的整合资金实

施改造任务，涉及汝州市、舞钢市、宝丰县、郏县、鲁山

县、叶县和石龙区，按照户均 2500 元的标准实施改造，根

据实际需求，灵活集约使用。

（三）项目改造内容和步骤

改造内容：地面平整及坡化、盲道铺设，低位灶台（盲

人家庭灶台有煤气泄漏报警装置）、房门改造、卫生间洗手

池低位改造、坐便器改造、安装卫生间热水器、扶手或抓

杆（洗手池扶手、坐便器扶手、淋浴扶手）、浴凳及改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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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家居卫生条件的其它设施等。具体工作可参照省残联、

省住建厅联合印发的《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指导手

册》。

（四）实施原则

家庭无障碍改造以解决贫困残疾人家庭急需为目标，

着眼于建档立卡重度残疾人最基本、最迫切、最可行的需

求，兼顾残疾人个性化需求，做到实用、经济、舒适，改

善残疾人居家无障碍环境，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适度解

放重度残疾人家庭生产力，为残疾人实现脱贫创造条件。

改造要尊重残疾人或其监护人意愿；对资助的改造家庭要

进行公示，实施过程要公开、公正、透明；一户多残家庭、

老残一体家庭和孤残一体家庭优先考虑。


